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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柯明清 李贤慧） 昨天，我市文
物部门和文博机构在“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贯彻“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
承”主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展现文化遗产魅力，共享时代美
好生活。

昨晚，宁波市文保所在庆安
会馆举行了“与琴相伴缅丝路，
抱石怀古思河海”——林岗雕塑
作品展开幕式暨文物二维码连连
看系列活动。随着两名天真可爱
的文化遗产小使者在戏台上敲响
编钟，庆祝活动拉开序幕，童声

演唱、尺八独奏、独舞、古筝齐
奏轮番登场，现场参与活动的市
民 ， 仿 佛 历 经 一 场 “ 穿 越 之
旅”，在古老的庆安会馆中回望
历史，在悠扬歌声中期许未来。
杭州市雕塑院院长林岗带来了
36 件精美的雕塑作品，这些以
旧船木、风化林为材质随形而就
的“海丝系列”作品，与庆安会
馆历经 160余年沧桑的建筑空间
融为一体，在呈现中国诗意美学
内核的同时，也深刻回应着庆安
会馆承载的海事民俗文化。

线上和线下共同推广的系列
活动，实现古老和现代完美碰

撞。庆安会馆前广场的文物二维码
连连看比赛，更是掀起了本次活动
的高潮。经过前期线上报名和活动
预热，选出 10 组 30 名市民前来参
赛，10 幅一人多高的“宁波国保
地 图 ”， 共 计 310 处 “ 文 物 二 维
码”组成“最强”道具，吸引了众
多市民前来观赛。市民还拿出手机
扫一扫，了解由宁波市文保所首创
的文物二维码。

天一阁博物馆昨日举办了油印
体验活动。油印机在我国已有百年
历史，由于油印书籍的设备比较简
单方便，有蜡纸、油墨、滚筒等即
可，故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七八十

年代，有不少油印本流传于世。但
由于蜡纸等油印设备所限，每种油
印本印量有限，因此其珍贵程度要
比一般印刷书籍高。文史掌故名家
郑逸梅先生曾说，“油印本也是一
种版本”。昨天，参加活动的 20 多
名市民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学习刻
版和上墨印刷。

各区县 （市） 也举办了多种多
样的活动，奉化区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和西坞街道办事处主办的庆祝
活动在庙后周村举行，既有琴箫、
琵琶、茶道、旗袍秀等表演，又有
文创产品展示销售，古法制砖展示
与互动等。

灵山秀水孕育丰富的非遗文化
我市举行多彩活动庆祝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张土良） 昨天，来自中东欧国
家的十名留学生代表拿到了宁波
市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获奖证
书。

据悉，自2014年起，市政府
设立了中东欧国家来华留学生专
项奖学金，累计有72名中东欧学
生获奖，奖金总额超过 100 万
元。专项奖学金的设立有力提升
了宁波院校对中东欧学生的吸引
力，进一步推进中国与沿线各国
语言文化的互学互推和融合发展。

来自俄罗斯的林美在宁波大
学物流管理专业学习，作为获奖
留学生代表之一，她表示，此次
能获得留学生奖学金，有助于她

在宁波的学习。林美来宁波才一
年，但对宁波已十分熟悉。林美
说，毕业后打算留在中国工作，成
为两国之间贸易、文化交流的桥
梁。江茗涵来自印尼，在宁波学习
工商管理已经三年了。她说，宁波
的经济、教育等情况都比印尼要发
达，通过这几年的学习，回去后要
为家乡做贡献。

记者了解到，宁波还设立了在
甬学生赴中东欧国家交流学习资助
计划，鼓励宁波的师生赴中东欧国
家考察、交流和访学。去年，中东
欧 27 个团组参访了宁波，宁波院
校也派出了 16 个团组赴中东欧洽
谈和交流，两地师生双向交流总数
突破500人。

十名中东欧留学生
昨天拿到奖学金
至今有72名留学生拿到总额超百万的奖学金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张土良）昨天，第五届中国(宁
波)-中东欧国家教育合作交流会
暨“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合作高
峰论坛在宁波开幕。会上，17项
教育合作协议签署生效，丝路联
盟国际商务 MOOC 开发中心、
中国(宁波)-中东欧企业家教授联
盟等一批合作项目启动，中国(宁
波)-中东欧城市基建教育与投资
合作研究平台正式揭牌。

昨天，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温
州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宁波职
业技术学院、宁波外事学校等浙江
高校、中职学校与中东欧国家院校
签署了 17 项教育合作协议，两地
院校将在师生交流、学分互认、科
研等方面开展合作。

记者了解到，在连续举办的四
届中东欧国家教育交流活动上，双
方已签订了近 70 项教育合作项目
及姐妹学校协议。

17个教育合作协议签署

本报讯（记者王岚） 昨天上
午，伊朗馆在宁波进口商品中心
10号馆举行了开馆仪式。

伊朗处于“一带一路”交通
枢纽的核心位置，承接了亚欧联
系的桥梁作用。古丝绸之路，伊
朗就是商贾云集之处，中国的茶
叶、丝绸通过伊朗源源不断地输
入欧洲。

伊朗馆位于10号馆三楼，展
厅面积约240平方米，设地毯和挂

毯展区、工艺品展区、食品展区、文
化旅游展区、能源矿产展区等5个展
区，主营波斯地毯、开心果、椰枣、
瓜子、干果、鱼子酱、蜂蜜、蛋糕
等，是宁波乃至中国广大消费者近距
离了解伊朗的一扇窗口。

该馆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中
国大使馆授权设立，是伊朗特色产
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实体平台，也是
促进中伊两国间经贸、投资、工
业、文化交流的高端服务平台。

伊朗馆举行开馆仪式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
员陈芳 蒋能辉） 近日，宁波市
暨宁海县地质灾害防治知识进农
村文化礼堂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宁
海县西店镇岭口村文化礼堂举
行。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将地
质灾害防治知识读本、地质灾害
防灾避险小常识、地质灾害避险
应急手册等宣传资料送到村文化
礼堂，播放了地质灾害防治宣传
片，并接受村民咨询。

岭口村地理位置特殊，又是
暴雨中心，集地最大降雨量在
400 毫米以上，早几年多次发生

山体滑坡。目前，村里成立了地质
灾害指挥室和由 12 名村民组成的
应急小分队。

今年是我市地质灾害“除险安
居”三年行动攻坚决胜之年，目前
全市剩余 60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
治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力争年底
完成地质灾害“除险安居”存量清
零工作。

宣传月期间，国土部门将利用
农村文化礼堂等设施，开展以“观一
部片、看一本书、贴一套画、讲一堂
课、发一张卡”为主要内容的“五个
一”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活动。

地质灾害防治知识
进村宣传月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杨婕） 昨日上午，由市委宣传
部、北京电影学院指导，团市
委、市文联、市教育局、市学联
主办的“光影新星·筑梦宁波”
2018 宁波青年影视艺术节正式
启动。北京电影学院浙江宁波培
训中心同时揭牌成立，成为“宁
波市新兴青年群体筑梦空间”。

本届艺术节是宁波新兴青年
群体“筑梦计划”的系列活动之
一。新兴青年群体“筑梦计划”
是由团中央发起的全团重点工
作，主要聚焦签约作家、自由撰
稿人、独立音乐人、独立制片
人、影视从业人员、自由美术工
作者和新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新
兴群体中的青年，通过职业导
航、梦想孵化、平台搭建等途
径，激发他们创造活力，实现素
质提升、职业发展、社会融入等
梦想。宁波是全团“筑梦计划”
72个重点联系城市之一。

本届艺术节分为筑梦启航、助
梦提升、逐梦飞扬三大板块，六项
主体活动分别是“点亮青春 筑梦
艺术”宁波市影视艺术新力量论
坛、“那些年 他们正青春”甬籍影
视名家展、“电影课堂·走进青少
年”系列活动、“群星闪耀走进艺
术殿堂”影视艺术训练营、首届宁
波影视“金象奖”评选、“‘剧’
奇妙之夜”宁波青少年剧社联盟展
演，将陆续在6月至12月举办。

在北京电影学院浙江宁波培训
中心成立仪式上，北京电影学院管理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于丽，国家一级
演员吴军，宁波电影家协会主席郑开
颜等 22位来自北京、上海、杭州、
宁波等地影视文化艺术专家受聘为宁
波新兴青年“光影筑梦导师”。

随后，主办方还举行了“点亮
青春 筑梦艺术”宁波市影视艺术
新力量论坛。北京电影学院专家与
我市有关专业人士一起分享了学术
成果。

2018宁波青年
影视艺术节启动
北京电影学院浙江宁波培训中心同时成立

本报讯 （记者王珏 何峰
通讯员郑拓） 台上，龙腾狮跃展
雄风，水火流星现神奇；台下，
乡土美食备受青睐，传统工艺非
遗展人气爆棚。今年 6 月 9 日是
第 13个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昨天，鄞州区第三届非物质文化
遗产节暨第十四届“灵秀横溪”
文体艺术节开幕式在横溪镇举
行，再次点燃鄞州乡村文化振兴
的“火种”。

现场设有“一人一艺”“一村
一味”等环节，展示了朱金漆木
雕、彩灯扎制非遗文化项目和古
字画修复、夹纻漆器、钉碗等

“老底子”技艺。来自横溪17个村
（居、社区）的村嫂端出金团、米
馒头等乡村特色美食款待游客。
同时举办的“一带一路”中日韩
非遗项目图片展，生动展现了宁
波、日本奈良和韩国济州、清州
等地的特色非遗文化项目。文化
节期间，还将开展“一地一韵”
甬上老腔调曲艺展演专场、“一村
一品”乡村文化振兴横溪实践、

“一城一礼”横溪旅游伴手礼创意
设计大赛等多项精彩活动。

横溪镇坐拥包括国家级在内
的 9项非遗，非遗名录项目数位
居全市前列。从 2016 年起，横
溪镇连续三年举办非遗文化节，

吸引上万市民走进乡村，零距离
体验传统技艺，感受工匠精神，
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新成就。

“我们要留住手艺，弘扬非

遗文化，同时借助这一文化品牌，
创造社会综合价值。”横溪镇党委
书记陈贤富介绍，横溪把非遗资源
有机融入全镇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的

大格局，并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为抓手，构建“创新、宜居、共
享”的山水小镇。去年，全镇吸引
游客逾60万人次。

点燃乡村文化振兴的“火种”

鄞州区举办第三届非遗文化节

本报讯 （记者周燕波 海
曙记者站续大治 通讯员林婷
婷） 昨天上午，由海曙区文广
新 闻 出 版 局 主 办 的 “ 一 带 一
路”海丝遗迹趣味定向赛让市
民在行走中寻找和阅读宁波古
城历史。

当天上午比赛开始，180 余
名市民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节点——永丰库遗址出发，
到 12 处海丝遗迹点完成趣味任
务。在唐代的鼓楼、天宁塔寺，
元代的永丰库遗址以及天封塔、
三江口等遗迹点，参赛选手按照
各自设计的路线，三人一组，在
比赛指定点位打卡得分。活动成
绩以积分高低排行，分数相同者
以到达时间早为先。

海曙举办海丝遗迹趣味定向赛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刘扬 郑轲）“比以前快多了，半
小时内就可以拿中药了。”近日在
市中医院看病的刘女士，看到微信
上显示的预计取药时间，好开心。
她告诉记者，以前高峰期取中药常
要等 2个小时，如今时间大大缩短
了，还可在市中医院微信公众号上
实时查询配药状态。

建立“智慧中药房”，让患者
看完病半小时内可以顺利拿到中
药。这是市中医院为让患者少跑腿
推出的一大便民举措。

市中医院中药房每天要接约
1500 张处方，一直以来拿中药等
候时间长是一大“痛点”。为了让
患者少跑路，市中医院自行研发，

在全市首家推出“智慧中药房”，
加强内部管理，优化流程，将平均
等候中药时间缩短到 28 分钟，西
药和中成药做到“药等人”。

“智慧药房”让信息“跑”起
来，简化了流程。患者签到时，无
须排队打印处方，电脑会根据当前
未配方的量和工作人员数量，比较
准确地算出需等待时间，并实时显
示，让患者心中有数。煎好的中
药，只要一刷卡，相应位置上的红
灯会变成绿灯，这不但让药师拿药
更快，并有效避免了错拿。

“智慧药房”实现了无纸化抓
药，不再需要人工打印和分配药
方，节省了 5 个人，缩短了时间。
中药师每人一台平板电脑，药方显

示比打印纸张更清楚，看起来也更
方便，一张药方配完，会自动跳出
下一张药方，并提醒核验者核对。
整个配药的流程更加顺畅，真正实
现了无缝对接。

为了进一步方便患者，“智慧
药房”还与微信实现了融合连通。
在“宁波市中医院”微信公众号上
绑定后，不但可实时提醒就诊状
态，还可查询中药配方状况，一旦
完成，会通过微信即时提醒患者。

为让患者少等待，中药房工作
人员铆足了劲，不仅实行每月工作
量排名，还实行末位轮岗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市
中医院，李惠利医院、宁波一院、
宁波二院等其他各个医院都在行

动。
李惠利医院针对患者检查难，

着手成立医技检查预约服务中心，
届时除肠镜外，争取所有检查在当
天完成，检查预约精确到半小时之
内。

宁波二院则特别开设了超声午
休门诊。不少来院就医的市民会碰
到这样的情况：如果医生开了超声
检查单，恰好碰到中午下班休息，
就只能下午再来。有时候，那些需
要空腹、憋尿的检查，眼看快满足
检查条件了，却已经到中午休息时
间，只好下午再来。超声午休门诊
的开设解决了这一难题，周一至周
日每天中午有两个诊间为患者提供
检查。

中药半小时内可取 午休可做超声检查
我市多家医院努力让患者少跑腿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
记者站蒋攀） 日前在天津举行的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座
谈会上，宁海县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宁海
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长黄才良被评
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先进个人，成为我市获此荣誉的
唯一代表。

黄才良是高级工艺美术师，
擅长泥金彩漆制作和清刀木雕技

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泥金彩漆
的代表性传承人，曾荣获中国木
雕艺术家、浙江省工艺美术大
师、浙江工匠等称号。他创办的
宁海东方艺术博物馆占地面积
2.3 万平方米，总投资 9000 多万
元，将建筑与自然山体环境融
合，营造出古今相映、天人合一
的意境。博物馆展品以历代造像
和泥金彩漆、清刀木雕两项非遗
项目的作品为主。

黄才良获评全国非遗保护先进个人

“慢慢踩动踏板，手上加一些水……”昨天上午，一堂别开生面的
非遗体验课在慈溪上林湖越窑博物馆开课。在越窑青瓷烧制技艺传承人
董建平的悉心指导下，10 多个前来拜师学艺的孩子坐上拉坯机，体验
越窑青瓷拉坯制作工艺，零距离感受越窑青瓷的独特魅力。

（陈章升 周杉杉 摄）

非遗文化 匠心传承

村民在欣赏竹编工艺。 （胡龙召 摄）


